
 

附件 2 

四川省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蜀通街 33 

号办公楼（机械大厦）1、2 号电梯更换工程 

比选方案 

 

根据四川商投《招标管理办法》、外贸集团相关规定和

公司《招标及比选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特制定如下比选方

案： 

一、比选内容 

(一)项目整体内容 

本次比选项目为：机械大厦（署通街 33 号）1、2 号电

梯更换工程,采取总价比选，低者中选，各参加比选单位自

主报价。 

（二)具体施工项目及参加比选要求 

1、电梯整体更换; 

2、方案需含电梯设备、运输，安装调试服务、卸货起

吊费及一年的维护保养费; 

3、方案需轿厢、轿门、首层厅门及小门套采用发纹不

锈钢，其余层厅门及小门套采用喷塑钢板; 



4、方案需含原电梯拆除后的门口收口工作及二次装修

等预估费用（该项以暂列金形式体现）; 

5、报价参照的电梯参数及相关材料规格要求： 

基本参数规格 

电梯型号 S5000 载重 800kg 

梯型 无机房客梯 梯速 1.0m/s 

数量 1台 层站门 10/10/10 

是否有贯通 否 提升高度 以实际为准 

井道尺寸  门保护 光幕 

轿厢尺寸 宽 1300mm*深 1400mm 开门尺寸 800mm*2100mm 

曳引系统 

驱动方式 VVVF变频变压调速 控制方式 
32位微电脑模块化智能控

制 

曳引机 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运行方式 单台运行 

主电源 交流三相 380V±7﹪，50HZ 照明电源 交流单相 220V±2﹪，50HZ 

装潢方案 

轿厢装潢 发纹不锈钢 轿门装潢 发纹不锈钢 

吊顶 标准型（样式可选） 开门方式 自动中分门 

地板 DM-A15 PVC 耐磨地板 地坎 硬质铝合金 

操纵盘 分体式 轿厢显示 CZP-23，LED 点阵显示 

残障操纵盘 无 扶手 无 

厅外显示 型号：HT-23，层层 LED点阵显示 

厅门材质 基站层发纹不锈钢，其余层钢板喷涂（爵士银） 

小门套材质 基站层发纹不锈钢，其余层钢板喷涂（爵士银） 



其他 

选配功能 无 

S5000 电梯主要部件清单 

适用载重 800kg 

适用速度 1.0m/s-2m/s 

版本 A2 

序号 部件名称 型号/系列 品牌 备注 

1.  曳引机    

 永磁同步电机 高效无齿轮 XJ Schindler/威特  

 旋转编码器 A-ZND 长春禹衡光学  

 
制动器 

（上行超速保护装置） 
DQN/WB XJ Schindler/威特  

2.  控制柜    

 微机系统主控制板 SCH XJ Schindler  

 变频器 XT-5 XJ Schindler  

 空气开关 BK LS(LG)  

 控制柜接插件 AP 泰科-安普 TYCO-AMP  

3.  操作系统    

 轿内操作箱 CZP XJ Schindler 

 
 厅站呼梯盒 HT XJ Schindler 

 轿厢显示 点阵 XJ Schindler  

 按钮 智能微亮 基扬  

4. . 安全部件    

 光幕 917 微科  

 安全钳 AQ XJ Schindler  

 限速器 XS XJ Schindler  

 缓冲器 YH/AH XJ Schindler  



5.  井道部件    

 钢丝绳 Φ 全友/狼山  

 随行电缆 TVV 长顺/贝恩科  

 导轨 T 桑瑞斯  

 平层感应器 XEDLS XJ Schindler  

6.  门系统    

 门电机 MJ XJ Schindler  

 门机变频器 XJDC XJ Schindler  

 门触点开关 SEL1 DIRO  

7.  其他    

 轿厢 2300mm XJ Schindler  

 轿架 -- XJ Schindler  

 导靴 DX XJ Schindler  

 对重 -- XJ Schindler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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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比选有关说明 

（一）凡有意参加比选的单位，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2

年 4 月 8 日之前，自行准备本项目比选文件。 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现场报名。 

（四）比选地点：四川省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（地址：成都

市青羊区西玉龙街同福巷 2 号 7 楼，联系电话：86757056，

13980843238）。 

（五）报名及比选材料递交时间：2022 年 3 月 29 日 09：00

起至截止时间止。  

（六）提交比选材料截止时间：2022 年 4 月 8日 17：00。 

（七）比选时间：2022 年 4 月 11 日 10:00。 

三、比选资格要求 

1、依法成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有良好信誉，在业界无不

良记录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； 

2、具备一定资金实力（注册资金不低于 50万），具备完善

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； 
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 

4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，能开具增值

税发票； 

5、参加比选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 



-6- 

 

6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四、比选程序 

（一）比选当日，所有投标人自行携带投标正式纸质文件在

比选开始前半小时签到，并随机抽签确定陈述顺序。 

（二）比选陈述时，参加比选的单位现场陈述人当场拆封投

标人比选纸质文件交送各评委，进行陈述并答疑。 

（三）公司根据申请人资质、实施方案、服务保障和报价等

内容评分，并按比选得分高低排定比选机构得分顺序，以最高得

分确定为候选中标机构。 

（四）候选中标机构四川省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网站上公示

5 个工作日；公示结束后无异议，四川省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向

中标人发出中选通知。 

六、比选要求 

1、为促进比选公正公平，本次比选采取直接递交比选申请文

件参加评审的方式，不接受联合比选，不接受在线网络等其他形

式的预申报。比选机构自行承担参加比选相关费用，无论是否中

选，四川省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对上述费用不承担任何义务和责

任，且不退还比选文件。 

2、中选单位因特殊原因弃权或在合同签订后中途无法完成施

工的，应出具书面情况说明，且比选保证金不予退还；造成损失

的，将依法追究其责任。中选机构退出后，将根据本次比选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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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高到低顺延确定中选单位或重新比选确定中选单位。 

3、本比选方案由四川省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四川省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

2022 年 3月 28日 


